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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何开艳） 在中秋节来临之际，为更
好地维护市容环境整洁，前天上
午，市城管部门开展“清爽甬城我
努力，文明宁波一起创”烟蒂清理
志愿活动。

全 市 有 9000 余 名 环 卫 工 人 ，
1500 余名城管义工，近千名执法
队员及机关党员干部走上城区主
要 街 道 ， 捡 拾 烟 蒂 、 纸 巾 等 垃
圾，同时在重点区域内进行文明
停车引导，扶正乱停放的共享单

车，并对违停行为进行劝阻，还
街 道 整 洁 、 有 序 、 安 全 。 据 统
计，本次活动累计捡拾 20 余万个
烟蒂。

志愿者告诉记者，在这次活
动中发现，虽然中心城区整体较
洁净，但是在草坪、灌木丛等区
域经常能发现纸巾、矿泉水瓶等
垃圾。不仅破坏环境，同时也在
无形之中给环卫工人增加了保洁
压力。

市 城 管 环 卫 部 门 负 责 人 表
示，开展这个活动既是为了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实际行动
影 响 身 边 的 亲 朋 好 友 保 护 环 境 ，
珍惜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同时
也是为了用行动响应全国文明典
范城市创建工作。不管是创建全
国文明典范城市，还是全面打造

“最干净城市”，除了需要各个部
门的通力合作，更需要每个市民
的鼎力支持！

万余人上街参与“清爽甬城”活动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胡艳）“双减”政策实施后迎来中
秋小长假。镇海的校外培训机构还
有没有在上课？昨天，镇海区教育
局对辖区内还未停办的 140 余家学
科类培训机构再次开展了全覆盖式
突击检查。检查发现，绝大多数培
训机构大门紧锁，但仍有个别培训
机构存在打擦边球情况，需后续提
交相关证明材料。

上午 8 点半，镇海区教育局工
作人员走进了位于庄市街道的培训
机构汇贤教育，发现里面只有一名

工作人员，没有学生在场。检查人
员抽查了学员合同，未发现明显问
题。

记者发现，位于招宝山街道的
起航教育、博海培训学校等大门紧
闭上锁，玻璃门上均张贴着“镇海
区教育局关于‘双减’政策的几点
温馨提醒”。庄市街道厚泽教育机
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正
准备转型，目前仅开展速读速记、
书法等培训。”

据悉，镇海区教育局集合工作
人员、教研员等力量，组成“定向

包干”的 7 个检查小组，每周在区内
各片区至少开展一次不定时的实地
走访，实现全覆盖式检查，并形成
学科类教培机构的个性动态评估。

上午 9 点，该局 3 名工作人员
来到了位于骆驼街道的某培训机
构，发现大门上锁，但有学生向里
张望。工作人员通过大楼的其他通
道进入该机构，发现有 10 余名学
生正在开展学科类培训。工作人员
立即要求负责人电话通知家长把孩
子领回去，并责令关停。

本次实地检查，发现 130 余家

培训机构关门落锁，10 多家培训
机构仅有值班人员，无学生在场。

“有个别培训机构疑似开展托管业
务，我们要求机构负责人提供完整
的内部监控视频，确定是否有打擦
边球开展学科类培训的行为。一经
发现违规情况，会责令其关停，并
指导完成后续学生退费手续。”该
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
大门关闭的教培机构，我们要求检
查人员密切关注，以防‘捉迷藏’

‘打时间差’等违规培训情况的发
生。”

镇海节前全覆盖式检查校外培训机构

做灯笼、观月相、游灯会……昨晚，宁波市青少年宫组织学生开展
“我和月亮有个约会”中秋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探寻的活动过程中领
略中秋浓浓的“文化味”。

（唐严 蒉跃飞 摄）
我和月亮有个约会

记者 易民

中秋时节，月饼是馈赠亲朋好
友的必备佳品。然而，如果你买到
的月饼是在地下车库包装生产的，
你还能放心吃吗？

近日，有网友通过中国宁波网
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发帖反映，
镇海区盛世华庭小区地下车库惊现
月饼加工厂，而且运输的还是印有

“中国邮政”字样的车辆。
此事在网上被围观。车库做月

饼，食品安全堪忧，网友呼吁市场
监管部门好好管一管，不要等到吃
出问题才来追查源头。

根据网友投诉，9 月 16 日，记
者前往镇海区盛世华庭小区地下车
库探访，在网友投诉的 1-513 号车
库卷帘门前，记者蹲守了一个小
时，但很遗憾，未能发现有人前
来。

在该车库周边，记者发现不少
位置有积水，一些角落堆放着垃
圾，边上蚊蝇滋生。

业主张先生告诉记者，15 日
晚上 8 点 45 分左右，他开车经过车
库时，看到 1-513 号车库的门开

着，里面有一筐筐整齐放置的月饼
盒，有工人正在将筐子里的月饼装
入盒中。随后又有人将包装好的月
饼装入边上一辆印有“中国邮政”
字样的面包车中。

另一名业主胡女士说，她发现
邻居在微信群里讨论地下车库有月
饼作坊这件事后，特意下楼查看，
并看到 1-513 号车库的墙上拖拽出
一根电线，装了电灯，里面堆着非
常多的月饼，环境有些脏，而月饼

只用塑料薄膜盖着，一名正在装盒
的工人没有戴手套。

采访中，业主们担心满满。大
家认为，地下车库阴暗潮湿，蚂蚁爬
虫不少。这类地方哪怕不是生产地
点，也不适合月饼的存放与包装。

月饼的分装是生产中的一个重
要环节。其生产、包装必须具备一
定的条件，相关作业人员也应具有
健康证。仓储存放不当或包装处理
不当，月饼极易受污染并变质。业

主们强烈希望有关部门好好查一查
月饼的源头以及参与运输的疑似邮
政车辆，严格执法，杜绝存在安全
问题的月饼流入市场。

发现身边不文明，请您继续通
过以下方式反映：

1、拨打热线81850000
2、微信搜索“nb81850”，关

注后直接留言
3、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

通

镇海盛世华庭地下车库在生产月饼？
业主：装运车辆印有“中国邮政”字样

◀印有“中国邮政”字样的车辆在
等着装运月饼。 （网友胡女士供图）

▲工人正在包装月饼。

郑建钢

据9月16日
《宁波日报》 民

生版报道，“双减”之后孩子课后
时间咋安排？记者来到宁波市青少
年宫，发现这里一到周末就人头攒
动，各类校外素质类课程正在火热
开展之中。

“双减”落地，再加上史上最
严游戏新规出台，同学们自然有了
更多的时间可供支配，可以做好多
原来想做，却分身乏术，没有时间
去做的事情。你看，新增的艺术、
科技、体育、营地等班级名额非常
抢手；机械、电路等带来的“魔
法”是小学生最感兴趣的；舞蹈、
器乐、天文、围棋、五子棋等科技
体育艺术课程送到城区、农村学
校，让大家玩得不亦乐乎……这才
是天真活泼的孩子应有的模样。

曾几何时，过重的作业负担和
校外培训负担压得未成年学生喘不
过气来，正常作息时间被打乱，生
活规律受冲击，连必要的休息时间
都难以保证，更不用说挤出时间接
受必要的素质教育了。

“双减”，是减轻学生压力，释放
孩子天性，提升素质，促进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促进青少年全面健康成
长的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
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政策保
障。素质类课程就该大升级，教育要
从追求考试分数逐步转移到素质能
力培养和情绪性格塑造上来。

孩子的天性就是玩，当然要玩
得开心，玩得有趣，玩得上档次。
不难看出，素质类课程挖掘潜能，
完善素质，有利于提升学生综合能
力和自主探索精神。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双减”落地，
素质类课程就该大升级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县
委报道组徐铭怿） 浙江省水利厅近
日公布了“十四五”水资源集约安
全利用专项试点名单，宁海水库型
水源取水权交易榜上有名，系全省
首例。

据悉，宁海水库型水源取水权
交易模式最早在强蛟镇开始探索。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强蛟镇工业园
区入驻企业增加，工业用水量猛
增，水资源保障工作面临着巨大的
压力。

今年以来，宁海县水利局积极
探索强蛟片取水权交易模式，县行
政服务中心水利窗口推进落实具体
工作，以解决同一片区内水资源紧
张、用水难问题。该项目立足强蛟

镇镇情水情，通过推进国能浙江宁
海发电有限公司 （通过节水改造而
节余出的水权） 和宁波北新建材有
限公司等企业之间的取水权交易试
点工作，化解强蛟镇水资源结构性
短缺制约，保障该镇工业企业正常
经营发展。

目前，宁海已完成试点方案
编制，下一步将推动国能浙江宁
海发电有限公司的水权和其他企
业进行交易。宁海县水利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试点完成后将在水
资源使用权确权登记、水权交易
流转程序、相关制度建设等方面
取 得 突 破 ， 可 作 为 典 型 示 范 案
例，为推进水权交易提供经验和
示范。

宁海试水
水库型水源取水权交易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虞杰） 近日，又一批宁波市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医教结合
跟岗实习”学习小组完成了在宁波
市康宁医院为期七天的跟岗实习。

“医教结合跟岗实习”项目是市教
育局为培养心理专职教师，全力护
航宁波市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联合市卫健委共同探索的新模式。

今年暑假，由市教育局、市卫
健委联合成立的宁波市学生心理诊
疗与研究中心在宁波市康宁医院揭
牌，作为集心理咨询评估、心理诊
断治疗、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教师
督导功能于一体的学生心理健康综
合服务基地，宁波市学生心理诊疗
与研究中心在诊疗绿色通道、信息
共享、筛查复核、综合干预、危机
干预、进修培养和心理研究等方面
为宁波市的中小学生和心理专职教
师提供专业的支持，此次“医教结
合跟岗实习”项目就是中心开展的

首个心理教师培养项目。
通过此次“医教结合跟岗实

习”项目，老师纷纷表示做一个更
好的心理老师，需要用尊重和耐
心去接纳学生，倾听和关注学生
的需求，了解学生和其家庭，在
稳定的客体下探索不稳定的未知的
内容。

据悉，为进一步提升宁波市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的心理
健康服务和实践能力，早期识别学
生心理问题，正确评估心理问题的
严重程度，做好心理辅导和危机干
预等工作，从今年暑假开始，宁波
市中小学生成长指导中心和宁波市
康宁医院合作实施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专职教师“医教结合跟岗实
习”项目，实行“导师制”带教模
式。目前，全市已经有 60 多名心
理专职教师接受了系统的跟岗实
习，该项目将持续到年底，预计共
培训 200 余名心理专职教师。

医教结合跟岗实习

宁波积极探索
心理专职教师培养新模式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郑水萍 罗世静

昨天中午 12 点，在海曙区月
湖街道太阳社区仓基小区正门西
侧，一块长 5 米、宽 1.3 米，写着

“垃圾集中收运点”的绿色橡胶地
毯铺在路面，上面整齐地摆放着从
小区垃圾房运出的 10 个垃圾桶，
等待着区环卫处的垃圾收运车集中
收运垃圾。

这块绿色橡胶地毯是月湖街道
为切实提高街道垃圾分类工作水
平，规范小区生活垃圾桶集中归集
收运，在 8 月初创新推出的“垃圾
桶集中收运地毯”。

月湖街道保洁中心经理薄成波
介绍，月湖街道地处市中心，小区
道路不宽敞，垃圾收运车无法进
入，于是在小区大门口设置集中收
运点，等待每天中午和傍晚垃圾收
运车两次上门收运。“在垃圾桶集
中归集收运时段，我们将地毯铺设
在小区门口指定位置，上面摆放垃

圾桶，一方面规范了垃圾桶摆放位
置，使其整齐美观，另一方面减少
了桶中遗漏的垃圾落下污染地面，
有助于保持路面整洁。”

在首个试用“垃圾桶集中收运
地毯”的仓基小区，太阳社区党委
副书记舒静告诉记者，在使用“收
运地毯”前，垃圾桶的摆放比较零
乱，有不自觉的居民路过时，有时
随手乱扔垃圾掉落在地上，破坏环
境卫生。使用“收运地毯”后，垃
圾桶集中规范整齐地摆放在地毯
上，对居民起到一种警示作用，加
之小区督导员在一旁引导，收运时
段的桶边乱象明显减少。

“垃圾桶集中收运地毯”目前已
在月湖街道 12 个点位全面铺开。

“收运地毯每天清洗 1 次，使用完毕
后卷起来放入垃圾房。一个多月试
用下来，我们发现收运地毯的材质
偏薄，使用中会有明显磨损。下步会
加厚收运地毯，并根据各小区的实
际情况调整长度，使收运地毯更好
地满足各小区的需求。”薄成波说。

海曙月湖街道创新使用
“垃圾桶集中收运地毯”

昨晚的明月


